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20年第1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20年1月7日召开了第100次会议。会议由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许宁生主持，参加会议并投票的委员有28人。

会议审议并表决同意授予224人博士学位，不同意授予35人博士学位。 

根据《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学位申请人自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作出授予其学位决定之日起即获得相应的学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

公布之日起，任何人均可对相应的决定提出异议。自2020年1月9日至2019年3

月8日，如对本次公布的授予博士学位人员持有不同意见，可直接向复旦大学

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书面提出。 

特此公告。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0年1月8日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100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4人  

外国哲学1人 江威  

伦理学1人 朱毅  

宗教学2人 王晓燕 王喜亮  

 

经济学6人  

西方经济学1人 方娴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人 韦伟 张宪英  

区域经济学1人 胡玉梅  

产业经济学2人 周亚男 韩自然  

 

法学11人  

政治学理论2人 吕红艳 李亚丁  

国际政治1人 寇建桥  

国际关系3人 陈夏娟 李彦良 程子龙  

外交学1人 孙贝芸  

社会学1人 薛立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人 刘勇 陶有祥  

思想政治教育1人 贾慧  

 

文学9人  

中国古典文献学1人 管华  

中国现当代文学2人 金瑞恩 刘新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人 张珊 邹莹  

中国文学批评史1人 蒋远桥  

新闻学1人 孔宇  

传播学2人 金晶 卢照  

 

历史学8人 
 

 

中国史4人 陆烨 付清海 尹淑铉 安洙英  

边疆史地1人 胡哲  

世界史3人 熊颖哲 赵博 冯雅琼  

 

理学105人 

 
 

基础数学2人 王悦洋 黄章敏  



应用数学2人 陈诗珂 范志鹏  

理论物理5人 范文 管福鑫 贾敏 贺昊 吴永政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1人 雷前涛  

原子与分子物理3人 李万才 任县利 于皖东  

凝聚态物理3人 郁扬 杨文婷 刘峰良  

光学3人 孙健 王洪庆 刘志华  

无机化学6人 
王秋红 兰坤 宁二龙 漆义 张威 

钟亚平 
 

 

分析化学1人 李本浩  

有机化学4人 刘前 韩胜 申雅靓 桑亚丽  

物理化学3人 刘冰 王鹤 轩宁宁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6人 
何鲁泽 李会亚 马前 宓瑞信 刘晶晶 

武超群 
 

 

化学生物学1人 
 

刘子亨 
 

 

神经生物学3人 罗浩 李恒 王亚飞  

遗传学5人 乔有华 理文琰 王煜棋 赵志鹏 李媛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11人 

张旭晖 罗强 杜丽莎 洪政辉 任和 

傅强 郭继政 胡治祥 还林 李骁 

孙立成 

 
 

生物信息学1人 何馥男  

生态学2人 张守栋 李金全  

流体力学1人 杨阳阳  

物理电子学2人 任锦华 郑耀贤  

电路与系统2人 廖萌萌 吴杰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4人 胡正军 胡春凤 廖付友 张敏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1人 毕泗国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6人 
康国胜 高骏宁 蔡莉 田凯 张浩 

黄凯 

 
 

计算机应用技术2人 孙超超 沈佳杰  

环境科学5人 杨进 徐晨 李睿 庞宏伟 孙文文 

环境工程1人 张威振  

免疫学1人 李冰骥  

病原生物学5人 王凡 刘晓帆 张书仁 李庆 毕稳稳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1人 蔡焕焕  

医学系统生物学3人 朱丽 李金涛 周玉强  

卫生毒理学1人 李睿  

药剂学4人 喻宙 蒋天泽 郑彬彬 毛文学  

生药学1人 凌丽君  



药理学3人 郭涵 陈伯孝 华敏敏  

 

工学17人 
 

 

光学工程2人 彭浩 刘晓兰  

材料物理与化学7人 
鲍怡 朱国振 费璟璐 兰中旭 刘伟利 

潘若冰 张潇  

生物医学工程3人 李维姣 唐智贤 孙珵琭  

软件工程5人 刘汶谏 庞悦 周翔 阮春阳 张磊 

 
 工程5人 

 
 

电子与信息1人 张韵东  

生物与医药4人 张丽珺 沈毅珺 倪国伟 杨建军  

 

医学33人 
 

 

免疫学1人 赖楠楠  

病原生物学3人 陶帅 童静峰 王聪  

法医学1人 张恒  

内科学8人 
承璐雅 马莉莉 杜艳萍 董震 苑菲菲 

朱鸣 李溪月 王蒙  

儿科学2人 蒋思远 史雨  

老年医学1人 张颖  

皮肤病与性病学2人 聂舒 邹颖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人 李勇爱  

临床检验诊断学1人 贾然  

外科学3人 张红强 王健 江烨  

妇产科学2人 曹芸蕾 卢晗 
 

 

肿瘤学3人 欧丹 姚晔 张方淋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2人 李杰 李小攀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1人 王剑  

护理学2人 顾莺 吴沛霞 
 

 

 

临床医学9人 
 

 

内科学1人 马洁娴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人 刘淼  

外科学3人 施梦 古杰 张慧君  

儿科学1人 倪晓燕  

妇产科学2人 许华 张阳  

肿瘤学1人 马桂芬  



 

管理学17人 
 

 

物流与运营管理1人 张文珠  

企业管理1人 方凌智  

旅游管理1人 张秦  

市场营销1人 危远胜  

财务学1人 李栋栋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5人 蔡伟芹 黄晓静 刘静 高翔 郑颖 

教育经济与管理1人 徐玉珍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4人 张敬新 苏忠鑫 王冕 方帅  

环境管理2人 阎钺天 涂然  

 


